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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作為現代政
治制度中的一種，

其設計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令
社會內不同的利益，能在決策過程中
得到有效反映和代表。不少現代自由
民主國家，都會因應國內的利益組
成，作出相關的憲制上的設計，香港
也一樣。香港民主選舉的真諦是要堅
持公平公正原則，選賢任才，為民服
務，形成一種良性互動的現代治理過
程，並最終達至有效管治。

香港政治體制的發展必須符合「一
國兩制」初心和憲法基本法。前港澳
辦主任姬鵬飛在論證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政治體制時，說過其「必須兼顧社
會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
的發展」的言論。選舉制度作為香港
政治體制的重要一環，它的修改和完
善，更是必須遵循與香港社會、經
濟、政治的發展相協調，有利於社會
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均衡參
與，有利於行政主導的有效運行，有
利於保持香港的長期穩定繁榮等原
則。

近些年來香港泛政治化嚴重，社會

撕裂，民生經濟發展
受阻，除了境外勢力
的強力干預，很大程
度上來源於香港的反
對派抓住了香港選舉
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
並濫用選舉規則，試圖通過利用選舉
把香港政治當成個人或某些利益團體
的秀場，企圖利用選舉來進入體制內
而達到「攬炒香港」甚至進而顛覆國
家政權的目的。前年的區議會選舉、
去年的「35+」「攬炒」計劃等等，
都是在撕裂香港，打破固有的各階層
的平衡。更不堪的，是許多對香港沒
有積極貢獻、僅靠「港獨」分裂旗幟
的人順利當選，嚴重背離選舉制度的
初心。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愛國者治港，亂港者出局」是香港
選舉必須遵循的原則和底線。香港的
選舉，絕不能成為「攬炒派」的舞台
和危害國家安全的工具。選舉制度事
關「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能否行
穩致遠，確保「愛國者治港」需要修
改完善選舉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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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鋒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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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者治港」天經地義
愛國是一個社會公民所需懷有的高尚情操。愛國情操既

有感情，亦有理性，是法、理、情的辯證統一，是一個公

民構建其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前提和基礎。

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來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都能找到強有力的法理依據。因此，熱愛祖國是港人

所需懷有的高尚情操。本文將從公民層面、政治層面和法

律層面三個維度對應有的愛國情操進行分析闡述。

梁美芬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立法會議員

愛國乃基本政治倫理
1984年6月22、23日，鄧小平先生在會見香

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的談
話中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和標準，
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
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
者。」接着，鄧小平先生對「愛國者」做出了
標準界定——「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
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
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
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
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
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
港。」鄧小平先生對「愛國者」標準的詮釋揭
示了「一國兩制」的深刻內涵，亦將「愛國」
作為「港人治港」的先決條件精準地定位在
「一國」的範疇內，是香港治理者的最重要的

准入條件，與治理者所相信、採取的社會管
理制度不產生衝突。

然而，回顧過去幾年，香港公職人員愛國情
操缺失的現象層出不窮，在2016年10月立法會
宣誓中竟有嚴重蔑視國家尊嚴的「支那」一詞
出現在某位擬就職議員的誓詞中，更有人竟然
以倒插國旗、球場噓國歌等無恥行為，公然侮
辱國家民族，完全違反政治倫理，讓我們不得
不深刻反省、審視香港市民尤其是公職人員愛
國情操建設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效忠乃愛國標準的法律體現
基本法第104條及1990年 4月 4日通過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
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中，對香港
公職人員必須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做出明確規
定。因此，香港市民，尤其是對香港負有治理
職責的公職人員都必須具備愛國情操，並有憲
制責任堅決維護「一國」的大前提。擁護祖國
行使對香港的主權，捍衛國家安全和領土完
整，是愛國的高度體現。就國家安全的立法向
來是以國家為主體。

縱觀全球，就國家安全立法都是保護國家主
權的重要措施。國家安全是中央政府的責任，
有關立法權力亦是中央政府的職責，即使實行
聯邦制的美國，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也是在其
中央政府，不會授權地方政府為之。

基本法第23條基於國家對港澳特別行政區及
「一國兩制」的尊重與高度信任，授權港澳特
別行政區自行為國家安全立法。按道理，1997
年國家收回香港，從主權及國家角度，中央絕
對可以把國家安全相關法律通過列入基本法附
件三、直接適用於香港。

但中央沒有這樣做，反之中央願意授權回歸後
的特區政府「自行」制訂保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這本身就是國家對特區政府的莫大信任。維護祖
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義
務和責任。作為中國人，只有尊重自己的國家，
為祖國感到自豪，才會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

基本法「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
最近，國家主席習近平接受特首林鄭月娥述

職時強調，香港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再次昭
示了一個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確保「一國兩
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
港」，「只有做到愛國者治港，中央對香港特
區的全面管治權才能有效落實，憲法和基本法
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維護，各種深
層次問題，才能有效解決，香港才能實現長治
久安，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
獻」。

反對派又條件反射地猜測中央要收緊政治紅
線，要對香港「施大手術」云云，他們看漏了
「始終堅持」4個字。

習主席強調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
表明中央對「一國兩制」始終如一。愛國本來
就是高尚情操，從政治倫理而言，更是全世界
都一致的。在「一國」之內從政，無論是內地
或港澳，當然只有愛國的人才有資格和適合參
與管治。

難道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會容許不愛自
己國家的人參與管治嗎？

中國已於1997年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但是，西方
一些政客仍未接受這一現實。早在1984年，英國時任
首相的戴卓爾夫人連同她的外交大臣賀維和前港督尤
德爵士都見證中英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然而，
英國政府此後的一些繼任官員諸如彭定康以及「五眼
聯盟」的許多政客卻無視此一現實，他們認為香港只
是名義上回歸中國而已，因此，他們仍然以為可以像
過去那樣操縱香港。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五眼聯盟」仍打着基於
「友好關係」的旗號對香港指指點點。特區政府本以
為他們是出於好意及為香港利益着想，才在意他們的
看法。然而，這些外國勢力卻以為可以得寸進尺，訓
斥、譴責、乃至欺凌特區政府，最終他們所謂友好的
畫皮不攻自破。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在2003年提
出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法案條文非常溫和，但仍飽受
英美及歐盟的攻擊指責，法案最終在公眾示威後流
產。自此，外國勢力狂妄至極，動輒訴諸各種伎倆企
圖脅迫特區政府遵從其旨意行事。

香港出現任何不合其心意的新發展，英國及其盟友
就會指控特區政府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他們以為
自己那些惡意指控能迫使特區政府屈服。彭定康是這
一神操作的老手，而現任英國外相藍韜文等人也依樣
畫葫蘆。然而，藍韜文等人無論受到怎樣的質疑都無
法提出有力的理據。而且，西方動輒揮舞《中英聯合
聲明》這一大棒，根本就沒有底氣，因為基本法體現
了聲明的精神並生效後，《中英聯合聲明》已成為一
份多餘的文件。

基本法第12條規定，自1997年7月1日起，香港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行政區域，享有高度自治，並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很明顯，無論怎樣解讀第12
條，香港都與英國沾不上邊，與英國的盟友更是毫不

相干。他們錯得離譜，把「高度自治」曲解為香港處
於半獨立狀態。

在外部勢力的鼓動下，街頭暴力數月不止，北京別
無選擇只能出手。所幸此次北京沒有動用軍隊鎮暴。
敵對勢力鼠目寸光，試圖阻撓香港立法保護國家安
全，而且無所不用其極，全國人大常委會不得不頒布
更為嚴厲的香港國安法，此舉讓敵對勢力夜不能眠，
這個結果實在是一種諷刺。

制定香港國安法一事公布後，以美國為首的「五眼
聯盟」立即氣炸。他們一直以來幻想香港只是名義上
屬於中國但仍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這種幻想被徹底
打破了。此前，他們一直以為，香港是他們可以隨意
收集情報、串聯反華分子、左右公共政策的地方，如
今幻想破滅，「五眼聯盟」便通過種種方式宣洩不
滿。

既然「五眼聯盟」現在已經明白，再也不能把香港
作為他們反華的前哨陣地了，這些國家一定會繼續搞
亂香港。對此，香港一定要堅定反抗霸凌，這是唯一
的方法。而且，香港眼下既有內力，又有靠山。香港
已經知道誰是真正可以信任的，哪些是不能信任的，
這個認識可以助力未來發展。磨難讓香港更堅韌，更
有智慧認識世界，更有能力適應國際新現實。香港可
以在發揮其傳統優勢的同時，保持與國際接軌，無論
是作為金融、法律還是貿易中心，焦點離不關中國內
地。

香港在回歸24年後，發展前路已經清晰明確。雖然
香港擁有全球的影響力，儘管香港的影響輻射全球，
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中國城市才是香港成功所在。知
古鑒今，但決不能故步自封，香港終於走向成熟。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原文發表在

《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上，有刪節。）

香港經歷苦難後前路變得更清晰
江樂士

財政司司長將於後天公布新一年度
的財政預算案，多個專業團體估計，

政府庫房將仍有8,000多億的儲備，相等於22個月的
政府開支，因為儲備可觀，不少市民都希望預算案提
出紓困措施。

不過，由於疫情以來政府已推出四輪防疫基金，預
計將有3,000億元的赤字，財爺已一再明示暗示，為
了保持政府財政穩健，過去一直有提的紓困措施，今
年將會削減。更有消息傳出，綜援、長生津、生果金
等都不會發雙糧，減稅、寬免差餉等的幅度都會縮
減。

但反觀同樣受疫情影響的新加坡，則公布了一份
110億坡元的赤字預算案，赤字預算的金額，除了抗
禦疫情，還用來紓解民困，為受疫情重創的行業提供
額外補助，包括航空、旅遊、零售、餐飲和文化藝術
等行業，也再為失業或停工的市民發放每月500坡元
至700坡元的特別援助，為期三個月；同時也會按家
庭的收入水平，發放不同程度的生活補助金。新加坡
財政部長曾指政府花了20年的財政儲備來對抗新冠病
毒危機，今次再推赤字預算，可見其政府願意與市民
共度時艱。

絕大多數香港人都希望自食其力，但今次受疫情影
響，失業率才攀升至17年的新高達7%，失業人數超過
25萬人，就業不足人數也超過14萬人。不論是失業還
是停工，都不是市民自願，疫苗雖可以於本周開始接
種，但經濟也不能一時三刻恢復，因此希望預算案推

出短期的紓困措施，也是合情合理。
由於不少人認為綜援帶負面標籤，即

使到了山窮水盡也不願申領。香港人始終堅持要靠自
己，因此有人提議不如從自己強積金戶口中借一筆錢
出來應急，希望用自己未來退休用的錢應對今天沒有
收入的日子。我們雖然明白背後的理念，不過工聯會
反對動用強積金，因為強積金本已滾存不多，如現在
取出來應急，雖說是借用，但是否能全數償還，仍要
看經濟環境，取出來用必定會影響日後的退休生活。
即使真的要借錢度日，是否可由政府借出，而不是由
市民向未來的自己借錢？

然而，工聯會始終認為最能夠協助市民的，是由政
府撥出150億元，為失業/停工人士提供津貼，為期六
個月，這項建議已考慮到不會對政府構成長期的經濟
負擔。

此外，既然疫苗陸續到港，若數月後接種數目理
想，經濟活動有望恢復，當局應該透過財政措施，搞
活經濟，讓市民有工作，自食其力。因此我們見財政
司司長時，提議向每位香港市民派發8,000元電子消費
券，限定在本地分期使用，鼓勵市民在港消費。澳
門、台灣和新加坡都派發消費券，在欠缺外來遊客的
情況下，的確能帶旺市場、增加職位。

香港市民充滿韌力，不過在疫情打擊下實在難以搵
食。失業就是失業，無收入就是無收入，經濟一日未
復甦，一日難靠自己捱過，深切期望預算案能提出針
對性的紓援措施，協助市民渡過難關。

對預算案的期望
麥美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香港失業率高達
7%，創17年新高，
不少人趁這個「機
會」要求特區政府
設立失業救濟金，

這是千千萬萬不可嘗試的事。2003
年，香港失業率比今日更高，當時的
董建華政府也沒有嘗試派發失業救濟
金，結果，大家還不是一樣捱過去？

在香港，真的窮到無法開飯的家
庭，有綜援可以領取，絕對沒有人會
餓死。西方國家的失業救濟金，真正
的目的是讓這群失業者可以依然像沒
失業時那樣的生活、消費。近日，美
國新總統拜登建議的失業救濟金是每
星期400美元，如此高的失業救濟
金，肯定有不少低薪的人乾脆不工
作，靠失業救濟金過日子，過一個實
際上還相當不錯的日子。每星期400
美元相等於每月1.4萬港元，而且免
稅，美國住房租金比香港低，美國農
產品價格比香港低。因此，每人每月
1.4萬港元的確是可以過不差的日子。

錢從哪裏來？當然是印出來的，趁
今日美元在國際上依然有價值，多多
印鈔票也不怕。當然，長此下去，就
是美國國力日走下坡的重要原因。美
國可以印鈔票派發失業救濟金，香港
行嗎？更何況香港特區政府財政支出
百分百來自收入及儲備，受疫情的打
擊，已經在動用儲備，香港已經有完
善的綜援制度，以協助真正最需要救
助的人，如果再額外加上失業救濟
金，則將是長期的負擔，也一定會鼓

動不負責任的政客不
斷地要求增加失業救
濟金，讓這些失業的
人可以過「體面」、
「有尊嚴」的日子，
香港有能力負擔嗎？

西方國家多有失業救濟金，為什
麽？理由就是西方國家有太多只求選
票的政客，派錢永遠是爭取選票的方
法。過去100年，西方國家稱霸世
界，靠的是高科技，而不是高福利。
現在，西方國家的高福利正在逐步的
將西方國家過去百年累積的老本錢食
到盡。香港沒有老本，一旦開始推出
失業救濟金，儲備金很快的就會被蠶
食殆盡，最終得像西方國家那樣靠發
債來支付特區政府的經常性開支。如
此做的結果就是港元無力維持目前的
幣值，港元大幅貶值也意味高通脹
的來臨。

不過，我們不該鐵板一塊地反對
發債，香港機管局為三跑工程發
債，機管局是特區政府的一部分，
特區政府為大股東的港鐵也曾經發
債來支付特別股息，以協助特區政
府面對的機鐵工程超支，這樣的發
債是以投資的角度來進行，有市場
支持，不是問題。近日，財政儲備
依然很多的新加坡政府也宣布發
債，用於未來的地鐵工程及填高海
岸邊土地，防備將來海平面升高的
威脅。新加坡政府的做法是值得參
考的，很明顯的「明日大嶼」肯定
是值得通過發債來籌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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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淵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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